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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高君瑞 见习记
者 殷瑞杰）9月27日至29日，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胡建辉深入遂平县、平
舆县、新蔡县部分基层法庭、企业，以
及市中级人民法院，就送法进企业、基
层法庭运行和民事审判等工作进行调
研。

胡建辉先后来到遂平县中花粮油、
白云纸业、桐花面业、玉山法庭，平舆县
辛店法庭、蓝翎环科、泰普森，新蔡县佛
阁寺法庭、龟鹿药业，市中级人民法院
等地，通过实地走访、召开座谈会、听取
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基层法院建设、
民事案件审理、队伍建设等情况。

胡建辉强调，民事审判涉及人民

群众生活、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
面，要强化责任担当，始终坚守底线
思维，做到公正司法，努力让人民群
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
正义。要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提高政
治站位，强化对民事审判工作的认
识，提升民事审判能力，推进法治驻
马店建设工作。要坚持保障服务大
局，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为优化营商
环境助力。要坚持公正司法，着力提
升民事案件审判质效，切实增强群众
司法获得感。要抓好队伍建设，开展
法官培训，增强廉洁自律意识，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社会形成
向上向善的良好风气。②6

提升民事审判能力
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本报讯 （记者 张遥驼 见习记
者 林 闯）9月30日，在全国第八个烈
士纪念日到来之际，市委常委、副市长
何晞深入确山县竹沟镇竹沟村，看望
慰问革命烈士遗属，向他们致以崇高
的敬意和诚挚的问候。

何晞先后来到革命烈士朱老头之
子朱小青、革命烈士林凤成之子林宪
华家中，与他们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他
们的身体状况、日常生活、补贴发放等
情况。看到两位老人精神矍铄、生活
幸福，何晞十分欣慰，嘱咐他们要注意
饮食、保重身体，祝愿他们生活越来越

幸福美满。
何晞说，革命先烈为民族独立、国

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作出了突出贡献，献
出了宝贵的生命，党和政府、人民将永
远铭记他们的历史功勋。我们要继承
革命烈士的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红色血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服
务人民、继续前行。各相关部门要进一
步强化服务意识，主动关心、时刻关注，
全面保障好、照顾好、关爱好烈士遗属
的生活，有温度、有力度把党和政府的
关怀落到实处，在全社会营造崇尚英
雄、缅怀先烈的良好风尚。②6

何晞深入确山县看望慰问革命烈士遗属

缅怀革命先烈 关爱烈士遗属

本报讯 （记者 高君瑞）9 月 30
日，我市开展市直非公企业文明单位
创建观摩交流活动，并召开座谈会，贯
彻落实中央、省文明办关于对非公企
业文明单位创建的精神，学习交流创
建经验。

会议指出，创建文明单位是增强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各申报
企业要建立完善创建机制，压实创建
责任，锻造一批创建队伍。要认真研
究测评标准，坚持深度融合，结合工作
实际，有效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推
动企业各项业务工作走在全市乃至全
省前列。要打造特色亮点，工作理念

上有新思路，活动载体设计上有新亮
点，活动内涵提升上有新内容，持续掀
起全力支持、全员参与、全面创建新高
潮。

观摩团先后来到市直全国文明单
位移动公司、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豫龙
同力水泥有限公司和省级文明单位驿
阳高速，通过参观职工活动中心、观看
宣传片等，详细了解各单位文明创建
工作开展情况。大家纷纷表示，将以
此次观摩为契机，积极参与文明单位
创建，切实提高服务水平，展现良好企
业形象，为现代化驻马店建设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②6

打造特色亮点 展示良好形象

市五次党代会确定的“聚焦高质
量 奋力新跨越 谱写全面建设现代
化驻马店更加出彩绚丽篇章”的宏伟
目标，催人奋进、鼓舞人心。连日来，
在社会各界持续引发热议。

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党代会
报告反映了全市人民的热切期盼，提
振士气、振奋人心。大家要凝心聚
力、务实重干、团结奋进，努力朝着党
代会确定的目标奋勇前进。

“党代会擘画了驻马店未来发
展的宏伟蓝图，汇聚齐心协力谋发
展的磅礴力量。”市工信局局长殷
剑表示，“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坚
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实施产
业兴市战略的主攻方向，为工信部
门开展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以
市五次党代会精神为引领，持续推
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服务化转型，突出打好产业基

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
稳定供应链、优化产业链、提升价
值链，大幅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
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能级更高、
结构更优、创新更强、动能更足、效
益更好’的先进制造业体系，努力
推动驻马店进入全省第一方阵。”

“近年来，驻马店通过一系列城
市创建活动，城市综合承载力不断
增强，城市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城
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也显著提升。”
市城管局局长王新科表示，“党代
会报告提出要全面提升城市能级，
对城市建设和管理提出了更高要
求。我们将紧紧围绕报告提出的奋
斗目标，坚持新发展理念，全面提
升城市清扫保洁和市政设施管养水
平，强化供水、供气、供暖公共事业
保障，加速推进城市管理智慧化建
设，深入推行‘721 工作法’和行政

执法‘三项制度’，通过绣花般的细
心、耐心、巧心，不断提高城市管理
精细化水平，努力朝着党代会确定
的目标奋勇前进。”

建设高品质城乡生活空间是人
民群众的美好向往。确山县竹沟镇党
委书记韩成良表示，“党代会报告振
奋人心，深入谋划了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具体举措，为开展各项工作指明
了方向，一定要把握新机遇、担起新
使命，把会议精神落实在行动上。”

“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乡村振兴统
揽‘三农’工作，以‘红色文化为核
心、自然山水为特色、乡村文化为
底蕴’，推进城镇与农村一体规划
建设，打造竹沟红色旅游、生态旅
游、镇区旅游服务中心、美丽乡村、
特色农业体验游五大板块，真正实
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把革命老区建
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

活。”韩成良说。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扎

根脱贫攻坚一线三年多的市委统战
部派驻平舆县万冢镇郭寺村第一书
记宋远涛兴奋地表示，党代会的召
开给扎根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鼓足
了干劲儿，也让农民对美好生活更
加向往和期待。“过去三年，我亲身
感受到乡村发展的变化和农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提升农业效益，增加
农民收入，农民才有实实在在的获
得感。接下来，我将认真学习领会
党代会精神，切实做好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
作，立足资源优势，全力促进乡村
产业稳定发展，不断壮大村集体经
济，持续帮助脱贫户稳定增收，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共同建设宜居宜
业的美丽郭寺村，让老百姓的日子
一年比一年好。”②6

齐心协力把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我市广大干部群众热议市五次党代会

记者 张遥驼

本报讯（记者 张遥驼 见习记者
殷瑞杰）9月30日，市委宣传部召开学
习市五次党代会精神专题会议，部署宣
传贯彻工作。

会议指出，市五次党代会是在我
市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新征程，向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期召
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全面总结
了过去五年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部署今后五年我市目标任务，为做好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
了遵循。

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宣传系统要
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宣传贯彻市五

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全市上下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自
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代会精神上
来，奋力凝聚起建设“六个现代化驻马
店”的强大精神动能。要领会精神实
质，把握丰富内涵，进一步明确今后五
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发展的指导思
想、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发挥标杆作
用，坚持下苦功夫、真功夫、细功夫，为
全面建设现代化驻马店贡献宣传力
量。要多措并举，加强宣传引导，创新
宣传手段，丰富报道内容，在全市营造
浓厚氛围，奋力推动党代会各项决策
部署在我市落实落地。②6

营造浓厚宣传氛围
凝聚强大精神动能

本报讯（记者 刘华山 耿杨扬）
近日，市委就学习宣传贯彻市五次党
代会精神工作发出通知，要求认真学
习宣传贯彻市五次党代会精神，把全
市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统一
到市五次党代会精神上来、力量凝聚
到实现市五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
标任务上来，聚焦高质量，奋力新跨
越，谱写全面建设现代化驻马店更加
出彩绚丽篇章。

通知指出，要认识重大意义，
切实增强全面建设现代化驻马店
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市五次党代
会是在我市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
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
要的大会，对于推进我市经济社会
高质量跨越发展，谱写全面建设现
代化驻马店更加出彩绚丽篇章具
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
历史意义。全市各级各部门一定
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
识学习宣传贯彻市五次党代会精

神的重大意义，以市五次党代会精
神为指导，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责
任感，努力谱写全面建设现代化驻
马店更加出彩绚丽篇章。

通知要求，要领会精神实质，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五次党代
会精神上来。学习宣传贯彻市五
次党代会精神，要认真研读鲍常勇
同志代表四届市委所作的工作报
告和大会通过的决议，全面准确领
会好会议精神。深刻领会市五次
党代会的主题，加快推动高质量跨
越发展，谱写全面建设现代化驻马
店更加出彩绚丽篇章；深刻领会市
四次党代会以来取得的显著成绩，
进一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不断
把各项事业推向前进；深刻认识我
市发展面临的形势机遇，努力把驻
马店打造成为区域性中心城市、交
通枢纽城市、物流枢纽城市、“国际
农都”，在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中不
断开创新局面；深刻领会市五次党
代会提出的总体要求和奋斗目标，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扎扎实实推
动党代会各项目标任务全面落实；
深刻领会推进驻马店高质量跨越
发展的新部署，锚定“两个确保”，
实施“十大战略”，推进“八个着
力”，共同为全面建设现代化驻马
店努力奋斗；深刻领会全面加强党
的建设新要求，营造风清气正的政
治生态，全面提升执政能力和执政
本领。

通知要求，要紧密联系实际，
把市五次党代会精神落到实处。
学习贯彻市五次党代会精神，必须
在紧密联系实际上下功夫，在推动
各项工作上见成效，用深入实施

“十大战略”，加快建设“六个现代
化驻马店”的实际成果检验学习宣
传贯彻的效果。

通知强调，要精心组织部署，
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热
潮。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宣传
贯彻市五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
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摆上重要议事

日程。要按照市委部署要求，结合
本地本部门实际，对学习宣传贯彻
工作作出专题部署、提出具体要
求，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要把市五
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各级党委(党组)
理论中心组学习、“读书班”等重要
内容，结合各自工作实际，深入开
展学习研讨。各级领导干部要带
头学习宣传贯彻会议精神，活用

“五种学习方式”，做到先学一步、
深学一层，带动广大党员干部自觉
搞好学习。

通知强调，学习宣传贯彻市五次
党代会精神，贵在行动、重在落实。
要以学习宣传贯彻市五次党代会精
神为契机，把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调动起来，引导
到抓好重点任务和具体工作上来，把
市五次党代会描绘的美好蓝图变为
锚定实现“两个确保”、加快建设“六
个现代化驻马店”、全面实施“十大战
略”、推进“八个着力”重大举措的生
动实践。②6

市委发出通知要求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市五次党代会精神
聚焦高质量 奋力新跨越
谱写全面建设现代化驻马店更加出彩绚丽篇章

本报讯（记者 高君瑞）日前，市
委组织部相继召开部务会和机关全
体人员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市五次党
代会精神具体意见。市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于燕出席。

会议指出，学习贯彻市五次党代
会精神，是全市各级各部门当前的一
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充分发挥组织部
门职能作用，推动全市党员干部把思
想和力量凝聚到落实会议精神上来，
为实现会议确定的奋斗目标和工作
任务而努力奋斗。

会议要求，要强化学习、把握精
髓，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专题
辅导、研讨交流等形式，推动广大党

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准确掌握会
议精神。要锚定目标、躬身入局，增
强大局观念和全局观念，紧扣市五
次党代会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提
升站位、把握方位、明确定位，找准
组织工作主动融入、积极作为的链
接点、耦合点、发力点，全力投入实
现党代会描绘宏伟蓝图的实践中。
要担当作为、实干干实，深入贯彻新
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
组织路线，对标落实《中国共产党组
织工作条例》及省委实施细则，持续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
人才队伍建设，推动党代会决策部
署落实落地。②6

市委组织部召开部务会和机关全体人员会议

专题部署学习贯彻
市五次党代会精神工作
于燕出席

历史的画卷，总是在接续奋斗中
壮阔铺展；时代的华章，总是在继往
开来中镌刻永恒。刚刚闭幕的市五
次党代会，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
一件大事。大会在总结过去五年我
市工作取得成就的同时，精心擘画了
未来五年我市发展的宏伟蓝图。我
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市五次党代会精
神，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凝聚奋进
力量，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大会描绘的
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立足新起点，谋划新发展；踏上
新征程，再创新辉煌。市五次党代
会是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驻马店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进军之际的关键时期召开的
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一次高举
旗帜、凝聚人心的大会，是一次承前
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是一次开拓
进取、催人奋进的大会。大会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系统总结了五年来我
市发展的成功经验，科学分析了当
前我市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明
确提出了今后五年全市工作的总体
要求和奋斗目标，围绕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驻马店，锚定实现“两
个确保”，明确了加快建设“六个现
代化驻马店”奋斗目标，提出了全面
实施“十大战略”、推进“八个着力”

重大举措，动员全市上下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加快推动高质量跨越发
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驻
马店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逐梦前行，首在把舵导航；攻坚
克难，更需方向引领。新的形势任
务，新的机遇挑战，新的责任使命。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全市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就是
深入学习贯彻市五次党代会精神，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决策部
署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大会确
定的目标任务上来，进一步把思想统
一起来、精神振奋起来、动力激发出
来、潜能挖掘出来，崇尚实干、狠抓落
实，奋勇争先、更加出彩，以更加坚定
的信心、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扎实
的工作把大会精神转化为自觉行动，
把大会要求转化为实际成效。

深入学习贯彻市五次党代会精
神，要在深刻理解准确把握上下功
夫。我们要深刻领会市五次党代会
的主题，深刻领会市四次党代会以来

取得的显著成绩，深刻认识我市发展
面临的形势机遇，深刻领会市五次党
代会提出的总体要求和奋斗目标，深
刻领会推进驻马店高质量跨越发展
的新部署和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新
要求；要把学习贯彻市五次党代会精
神和党史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广泛开
展面向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宣传宣
讲活动，把学习贯彻市五次党代会精
神与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加强领导班
子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结合起来，
把学习宣传市五次党代会精神作为
当前宣传工作的重点，大力营造浓厚
舆论氛围，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市五次
党代会精神的热潮。

深入学习贯彻市五次党代会精
神，要在贯彻落实推动发展中见实
效。宏伟蓝图绘就，接下来的关键，
就是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心无旁骛
抓落实，在紧密联系实际上下功夫，
在推动各项工作上见成效，用深入
实施“十大战略”、加快建设“六个现
代化驻马店”的实际成果检验学习
贯彻的效果。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

结合实际研究制定贯彻落实市五次
党代会精神的具体措施，真正把市
五次党代会出台的各项措施、提出
的各项目标落到实处；要把学习贯
彻市五次党代会精神与本地本部门
的工作实际结合起来，进一步明确
本地本部门的具体奋斗目标，提出
改革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在全市
上下形成思发展、谋发展、促发展的
强大合力；要把学习贯彻市五次党
代会精神与破解发展难题结合起
来，深入研究制约我市发展的瓶颈
制约，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举措，切
实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
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拿出敢
为人先的闯劲、“滚石上山”的拼劲、
久久为功的韧劲，咬定目标不放松，
敢于攀登、勇于挑战，披荆斩棘、踏
石留印，努力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
跨越发展迈出新步伐。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征途漫漫，
唯有奋斗。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
紧紧围绕市五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
务，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团结拼搏、奋
勇争先，加快推动高质量跨越发展，奋
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驻马
店更加出彩绚丽篇章！②6

掀起学习热潮 凝聚奋进力量
——一论深入学习贯彻市五次党代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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